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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幼兒之音樂行為
研究

吳佳慧    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音樂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具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幼兒於音樂治療中音樂行為之特徵與心

理意義。研究採用共識質性研究方法（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CQR），

邀請五位具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幼兒，各進行三次個別、以幼兒為中心的音樂治療

單元，每次半小時，觀察幼兒在治療單元中所呈現的自發性音樂行為。結果顯示

幼兒幾乎都聚焦在玩樂器上，僅有很少數的自發性歌唱或律動。在樂器的選擇、

探索、敲奏方式、象徵性表達、互動方式等向度的特徵，可反映出幼兒獨特的心

理意義。

關鍵詞：情緒行為問題幼兒、音樂治療、音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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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Music Behavior of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Chia-Hui W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Music Department of Catholic Fu-J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meanings of music behavior in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mu-
sic therapy. The study adopted the consensu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 CQR). Five children with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ree individual, child-centered music therapy sessions and ob-
served for their spontaneous musical behavi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oung chil-
dren were almost all focused on playing music instrument, with only a few spontaneous 
singing and rhythmic movement. Instrument selection, exploration, symbolic expression, 
ways of playing,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therapist can reflect the unique psychological 
meanings of young children.

Keywords：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music therapy, music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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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壹、緒論

「情緒行為問題」（emotionally and behaviorally problem）是一個很廣泛的

概念，用來形容情緒或行為異於平常並造成個人或他人困擾的狀況（楊坤堂，

2000）。幼兒情緒行為問題，不僅影響幼兒自身的學習、與同儕之間的互動，有

時也會干擾教室內活動的進行，造成幼兒園教師們的困擾（陳國泰，2003）。除

了在學校的困難外，情緒行為問題也會造成家庭生活的衝突與困難。Fuchs 等人

針對 1738 位年紀在 37 到 63 個月大的學前幼兒家長進行調查，高達 42.3% 的家

長反映孩子的狀況造成親子互動上的困難，而其中的大部分家長並為此困難感到

沮喪（Fuchs, et al., 2013）。另外，幼兒期嚴重的情緒行為問題也可能演變成青少

年期或成人期人格、心理疾患。Gimpel 及 Holland（2003）指出 53% 在幼兒園時

期被老師評為嚴重情緒行為問題的幼兒，其問題會持續到小學與青少年期。成年

後也表現出較高比例符合相關精神診斷、工作不穩定、以及易有犯罪及反社會行

為等狀況。由此可知，情緒行為問題不僅影響幼兒現階段的學習、人際關係與家

庭生活，嚴重的情緒行為問題更可能發展為複雜的相關精神疾患，持續影響幼兒

未來生活，不可輕忽。

為了早期發現幼兒情緒行為問題，一個有效的評估方法是有其必要的。然而，

幼兒情緒行為的表現常受到所處環境及情境脈絡的影響，在評估上有其難度。加

上幼兒語言和認知上的特點，無法像成人或青少年一樣清楚地表達或自填問卷。

因此，許多學前專家都建議幼兒情緒行為問題的評估應結合多種方式進行，譬如

與父母 / 照顧者的晤談、和幼兒的面談、評估表的運用、以及直接觀察（Bracken, 
2004; Elliott & Busse, 2004; Gimpel & Holland, 2003; Polsgrove, 2004）。另外，

考量幼兒的語言表達限制，學者建議必要時也可運用非語言的方式，譬如使用

玩具或者是繪畫等藝術媒材協助幼兒表達（Gimpel & Holland, 2003; Polsgrove, 
2004）。

音樂是一種非語言的表達形式，人們透過音樂傳遞情感和意念（Davis, 
Gfeller, & Thaut , 2003）。而這種非語言的特質，正適合認知和語言能力受限的

幼兒。在音樂治療領域中，有許多文獻指出個案在治療中的音樂行為確實與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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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狀態有關，並且可以透過音樂行為的觀察來瞭解個案。（Bruscia, 1987; Chase, 
2004; Layman, Hussey & Laing, 2002; Nordoff & Robbins, 2007;  Thout & Unkefer, 
2002; Wilson & Smith, 2000）。

國 外 學 者 Layman 、Hussey 及 Reed（2013） 發 展 的「Beech Brook 嚴 重

情緒行為困擾兒童音樂治療評估表」（Music Therapy Assessment for Severely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ren），透過兒童在團體音樂活動中的音樂行為評估：

1. 行為 / 社會領域：包含團體演奏技巧、參與、嚐試行為、衝動控制、遵從規範、

眼神接觸、個人界線等。2.情緒領域：包含臉部情感（表情）、因應技巧（挫折）、

處理錯誤、情感表現等。3. 語言 / 溝通領域包含：對簡單指令的回應、自我表達、

表達性語言、對讚美的回應、回答問題等。4. 音樂領域：包含敏感度、對音樂的

回應、對提示的回應、模仿、人聲的回應等。其次， Bruscia（1987）的「音樂即

興評估側寫」（Improvisational Assessment Profile，IAP），從個案即興音樂的整

合性（integration）、變化性（variability）、張力（tension）、一致性（congruence）、

顯著性（salience）、與自主性（autonomy）等幾個向度來分析個案的音樂表現，

透過每種音樂元素的象徵意涵，評估個案的整體狀態。譬如以「變化性側寫」分

析個案即興音樂，若拍子隨心所欲變化，象徵適當的自我控制；若拍子固著僵化，

則代表過度的自我控制。後續學者也指出 IAP 的「整合性側寫」與「變化性側

寫」能有效評估兒童的自閉症特質（Jacobsen & Wigram, 2007）。「自主性側寫」

可有效分析情緒疏忽（emotional neglect）親子間的互動品質（Nordoff & Robbins, 
1971, 2007; 陳淑瑜，2011）。

另外，Nordoff-Robbins 創作音樂治療取向（Nordoff-Robbins Creative Music 
Therapy，NRMT）也發展了若干量表，以觀察個案的音樂行為及其代表的心理意

義（Jacobsen & McKinney, 2015; Jacobsen & Killén, 2015）。分別為：1.「十三種

反應類型評估表」(Thirteen Categories of Responses)：透過觀察兒童臉部表情、呼

吸、動作、以及樂器 / 歌唱的回應、與治療師音樂即興的關係、以及對不同音樂

元素的反應，將幼兒音樂行為反應分為十三種類型，反應不同身心狀況。2.「個案 -
治療師關係」評估表 （Child-Therapist Relationship）：透過音樂行為觀察包含反

抗、逃避、覺察但不接受、界線模糊 / 被動接受、有限的反應、活動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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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的互動關係、相互交流的關係、自信、信任治療師等十個不同等級的關係類

型。3.「音樂溝通評估表」（Musical Communicativeness）：透過音樂即興互動來

評估個案能否意識到他人、對他人音樂上的回應，或是能否主動以音樂回應他人。

4.「音樂反應評估表」（Musical Response Scales）：評估樂器 / 歌曲即興中的音

樂複雜性、表達性、互動性、節奏的組織性、速度的範圍、能否維持基本拍、能

否運用各種音樂表情，參與反應狀況、歌唱回應、及聲音的反應狀況。5.「速度 -
力度評估架構」（Tempo-Dynamic Schema）：分析個案音樂快、慢速度與大、小

聲力度分別所屬的正常與病態意義。

而國內關於幼兒音樂行為及其心理意義的研究相對較少。學者李萍娜（2007、
2010）觀察一般幼兒在自由音樂遊戲中的音樂行為與同儕互動，歸納了幼兒音樂

相關行為的特徵，不過該研究著重在這些行為於音樂教育中的意義說明，未探討

其可能的心理意義。陳淑瑜（2008）在探討兩位國小一年級特殊生參與「自由即

興治療」的歷程研究中，深入分析兩位兒童的音樂行為（包含有節奏、聽音、發

聲能力）及非音樂行為（動作、聽覺、溝通、概念、社交、行為、專注力），作

為治療歷程變化與治療效果的描述，雖未論及音樂行為之心理意義，但也是透過

音樂行為的觀察來評估個案身心狀態。 

綜合上述，透過觀察與分析音樂治療中的音樂行為（特別是音樂即興）可

以進一步了解個案的情緒、行為與社會互動狀態。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觀察分

析來瞭解具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幼兒在音樂治療中音樂行為的特徵，並透過治療脈

絡、共識分析來理解其音樂行為所代表的心理意義。主要研究問題為：具情緒及

行為問題的幼兒在音樂治療中音樂行為之特徵與其心理意義為何？

貳、研究方法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共識質性研究法（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CQR）(Hill, 
2010)，由研究者與一位資深音樂治療師及一位資深心理諮商師 / 遊戲治療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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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質性分析小組。邀請五位情緒行為問題幼兒，各進行三次個別、以幼兒為中

心的音樂治療單元，每次半小時，觀察幼兒在治療單元中所呈現的音樂行為。音

樂治療單元過程全程錄影，之後轉譯成為逐字稿，連同「研究日誌」，由共識分

析小組以反覆觀看、討論、達成共識的方式進行資料分析，以了解幼兒音樂治療

單元中音樂行為的特徵與意義。

圖 1  研究架構圖

5位情緒行為問題幼兒

以兒童為中心的音樂治療單元
(個別進行，每人3次，

每次30分鐘)

音樂行為
全程錄影，記錄幼兒在音樂

治療單元中所呈現任何與音

樂相關的行為，如節奏性或

旋律性的說唱、動作、操作

樂器、音樂創作等。並轉譯

成為逐字稿。

共識質化分析
共識小組針對

錄影帶逐字稿

的轉譯與所有

文本資料，透

過反覆觀看、

討論、達成共

識，並進行分

析

研究日
誌：
紀錄研

究相關

想法、

觀察及

與園長

、班級

教師的

非正式

會談

情緒行為問題幼兒音樂行為
特徵及其心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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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參考 Hill 等人（1997、2005、2010）所提出之共識質性研究流程，

將研究分為「初始階段」（getting started）、「單一個案內的分析」（within-
case analysis）、「交叉分析」（cross-analysis）、及「撰寫與發表」（writing the 
manuscript）等四個階段進行，各階段工作內容如圖 2 所示：

圖 2  研究流程圖

初始階段
選定主題及文獻閱讀

選定研究團隊：邀請共識分析小組成員

初探研究：針對幼兒園音樂治療情境的安排、共識

分析的進行方式進行初探

確認研究參與者的標準

邀請參與者

進行音樂治療單元與錄影

單一個案內的分析
發展範疇：依據文獻及研究問題發展分析範疇

建構核心概念：依據個案資料建構範疇下的核心概念

共識分析小組討論、修正並達成共識

交叉分析
範疇內的資料再區分為類別：交叉比對五位個案資料

，將跨個案範疇內核心概念區分為類別

依不同範疇將所有參與者的資料組合起來

為每個類別標定頻率：分為普遍、典型、變形與稀少

撰寫與發表
撰寫整體研究報告

尋求回饋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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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參與者

(一) 情緒行為問題幼兒

本研究透過北部兩家幼兒園園方，轉介年紀在 2 至 6 歲之間，表現出情緒行

為問題之幼兒。研究邀請的準則有 1. 根據幼兒教師及其家長之判斷，認為幼兒的

情緒行為問題已達到影響幼兒學習或人際相處的程度。2. 經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

統量表篩檢（Achenbach System of Empirically Based Assessment, ASEBA），量尺

分數超出邊緣範圍者。3. 排除已知確診神經發展障礙症者，如智能不足、自閉症

等。五位幼兒基本資料與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分數如表 1 與表 2 所示：

表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表

幼兒 性別 年齡 父 / 母親教育與職業 家庭狀況 主要問題

A 男 五歲九個月
大學 / 大學
管理師 / 教師

小家庭
有 1 妹妹

打人、歇斯底里發脾氣

B 男 五歲二個月
高中 / 高中
服務業 / 服務業

小家庭
獨生子

經常性的打人

C 男 五歲十一個月
大學 / 大專
自營商 / 文書行政

小家庭
獨生子

情緒不易捉摸、固執、
大發脾氣時凶狠打人

D 男 四歲十一個月
大專 / 大專
工程師 / 服務業

小家庭
有 1 妹妹

需求無法立即滿足時就
大哭大鬧、專注力差

E 男 二歲六個月
大專 / 大專
自營商 / 技術員

小家庭
有 1 哥哥

活動量大、專注力差、
情緒不穩定、打人

表 2 研究對象「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症狀量尺結果

幼兒 量表
情緒
反應

焦慮 / 憂鬱
身體
抱怨

退縮
睡眠
問題

注意力
問題

攻擊
行為

A
CBCL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C-TRF 臨床 臨床 臨床 正常 X 邊緣 臨床

B
CBCL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C-TRF 臨床 邊緣 正常 邊緣 X 臨床 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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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量表
情緒
反應

焦慮 / 憂鬱
身體
抱怨

退縮
睡眠
問題

注意力
問題

攻擊
行為

C
CBCL 邊緣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邊緣

C-TRF 臨床 邊緣 正常 臨床 X 正常 臨床

D
CBCL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C-TRF 邊緣 正常 正常 正常 X 正常 正常

E
CBCL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C-TRF 邊緣 邊緣 正常 正常 X 正常 正常

(二) 研究者

研究者本身為音樂治療師、諮商心理師，也是大學相關系所任教的教師。從

事音樂治療工作近 20 年，工作對象包含各類發展性疾患幼兒（童）、精神疾病

患者、受虐兒童、以及各種情緒、行為、適應障礙之幼兒（童）。研究者在本計

畫中分別擔任了研究設計者、音樂治療執行者、逐字稿謄寫者、資料分析者、與

論文撰寫者。為避免角色之間的相互干擾，研究過程中每一個角色工作完成後才

進行下一個角色的任務。逐字稿謄寫之確認與資料分析採用共識質性分析方法以

避免研究者個人的主觀與偏誤，共識小組成員在平等的關係之下，透過不斷對話

與自由討論，形成對資料的共識。另外，在整體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也不斷提醒自

己維持高度自覺，持續書寫研究日誌檢視工作內容的適切性，以維持研究品質。

四、研究工具

（一）共識質性分析小組

為避免資料分析時過於主觀或過度推論，研究者另邀請了一位具 10 年兒童

音樂治療實務與研究經驗的音樂治療師，以及一位具 15 年兒童諮商、遊戲治療

實務與研究經驗的諮商心理師，連同研究者共三人組成共識質性分析小組。小組

成員先閱讀本研究計畫，以對研究動機、目的與問題有所了解。接著閱讀 CQR
相關文章及書籍，熟悉共識分析的步驟與進行方式，並針對一次音樂治療單元練

習如何討論以達成共識。研究過程中，盡量維持三人討論，若因時間或距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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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三人聚會時，研究者會分別與兩位共識分析員聚會、討論彼此分析的結果，

再將資料彙整，寄給所有小組成員，三人彼此作最後的之檢核同意，形成共識。

（二） 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Achenbach System of Empirically 
Based Assessment, ASEBA）(Achenbach & Rescorla, 2000)

本研究運用阿肯巴克實證衡鑑系統（ASEBA）作為研究參與者篩檢之用。

ASEBA 包含兩個量表：由父母填答之「1 歲半至 5 歲兒童行為檢核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 For Ages 1½ -5, CBCL ／ 1½-5）與由教師填答之「1 歲半至 5
歲兒童�照顧者或教師報告表」（Caregiver-Teacher Report Form for Age 1½-5, 
C-TRF ／ 1½-5）。內容為 99 題特別的問題行為項目及一個開放式問句，涵蓋七

個症候群量尺，包括：情緒反應、焦慮／憂鬱、身體抱怨、退縮、注意力問題、

攻擊行為、以及睡眠問題症候群，並有內化、外化及整體問題量尺。另外，也分

出 DSM 導向量尺，以了解個案是否有情感、焦慮、注意力缺陷過動、對立反抗

及廣泛發展等問題，作為 DSM 診斷之參考。目前並未有臺灣常模，臨床上以北

美的常模為依據。各分量表的決斷值（cut-off）為 97，高於 97 則判斷為臨床關注

範圍，93%-96% 為邊緣範圍；而內化、外化與整體問題量表的決斷值則為 90%，

高於 90�則為臨床關注範圍，84%-89% 為邊緣範圍。本研究基於預防、輔導的

立場，以任一量表分數達邊緣範圍即為邀請參與的標準。

（三）以幼兒為中心的音樂治療

本研究「之以幼兒為中心的音樂治療」是以 Nordoff-Robbins「創作音樂治療」

取向為主體。「創作音樂治療」認為每個人都有天生的音樂性（musicality），可

以被活化（activated）作為個人成長與發展之用（Aigen, et al., 2007）。「創作音

樂治療」強調即時的音樂互動，以音樂即興（improvisation）為主要的治療技術。

治療的進行可分為三個步驟（陳淑瑜，2011; Bruscia, 1987; Nordoff & Robbins, 
2007）：

1. 以音樂接觸幼兒（meeting the child musically）：音樂治療師邀請幼兒進入

音樂空間，仔細觀察幼兒的特質、肢體動作或臉部表情，試探性地以即興音樂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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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或配合（match）幼兒的情緒與行為，以音樂接觸幼兒。譬如治療師即興音樂伴

奏幼兒所發出的聲音、配合幼兒走路的步伐，或是反映幼兒當下的心情等。

2. 喚起音樂的回應（evoking musical responses）：過程中音樂治療師捕捉可

運用的音樂素材，譬如幼兒叫聲、哭聲、隨興哼出的曲調，或者任意敲打桌椅、

樂器或身體動作的節奏等，運用技巧引起幼兒音樂性的回應。譬如模仿幼兒哼唱

的調子，以鋼琴彈出和聲伴奏，鼓勵幼兒持續哼唱，喚起幼兒音樂的回應。

3. 發 展 音 樂 技 巧、 表 達 的 自 由 及 相 互 回 應（developing musical skills, 
expressive freedom, and interresponsiveness）：當一個音樂回應被活化，一種技巧

就被建立或改善，幼兒也因此得到表達的機會和選擇。譬如當幼兒可以在樂器

上敲出一個節奏片段後，他可選擇重複或加以變化組合。這種發現表達的自由

（expressive freedom）的過程可以為幼兒帶來技巧的精進與自信。接著，治療師

可以加入不同音樂元素，譬如快 / 慢、節奏、音階 / 旋律，協助幼兒發展進一步

的音樂技巧。或者治療師也可以幫助幼兒以具音樂情緒（musical-emotional）意義

的方式敲奏樂器。例如：一位緊張的幼兒，以無節奏、快速的方式敲鼓，治療師

透過在鋼琴上彈出配合他情緒的音樂，幫助幼兒將敲鼓與內在情緒連結，表達出

內心的緊張。當幼兒覺察到他自己和治療師的音樂時，敲鼓便成為有表達和互動

意義的音樂經驗。治療師不僅發展幼兒的音樂技巧、表達的自由，也幫助幼兒覺

察自己與他人（治療師）的音樂，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建立相互回應。

本研究邀請 5 位幼兒分別單獨進到幼兒園音樂教室布置而成的治療空間後，

研究者先向幼兒介紹環境，說明錄影機的運作與目的，讓幼兒適應環境的設置。

接著解釋音樂治療與音樂課的不同，告知幼兒可以自由選擇玩樂器、唱歌、律動

或遊戲，而研究者會跟隨一起玩，但不會規定要怎麼玩。所有音樂治療單元皆遵

循上述步驟進行。

（四）音樂治療室與治療器材

考量幼兒對環境的適應性，研究者選擇進入幼兒園借用音樂教室作為進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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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治療單元的空間。除了不受干擾的空間外，進行音樂治療時還需要多樣式及高

聲音品質的樂器。本研究中運用的樂器有：1. 可以提供豐富和聲的電子琴；2. 各
式節奏樂器，如手鼓、鈴鼓、響板、木魚、沙鈴、手搖鈴、刮胡、三角鐵、碰鈴（鐘）

等；3. 各式旋律樂器，如木琴、鐵琴、音磚等；以及 4. 可供宣洩用之大型樂器，

如大鼓、小鼓、鈸等。

（五）「研究日誌」

研究期間持續書寫「研究日誌」，除寫下研究相關想法外，也記錄在幼兒園

期間不定時入班對幼兒的觀察，以及和園長、班級教師之間非正式會談的內容。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蒐集 15 次音樂治療單元錄影帶。首先將治療單元錄影帶轉譯成為

逐字稿，由共識分析小組針對逐字稿與錄影帶內容的相符性進行確認，若有不同

意見之處，則重新觀看，共同討論至達成共識。接著進行資料的編碼，分別為：

1. 錄影帶逐字稿：第一碼英文字分別代表幼兒別，第二碼阿拉伯數字代表治療

的次數，第三至五碼阿拉伯數字代表互動段落數。例如：A1-015 即代表 A 幼兒

第一次治療中第 15 次互動段落。2. 研究日誌：以 N 為代表並加上撰寫日期。例

如 N1001 代表 10 月 1 日撰寫之日誌。完成編碼後，共識分析小組參考 Hill 等人

（1997、2005、2010）所提出之共識質性研究流程，進行內容分析。

首先，根據文獻確認分析的四大範疇：樂器演奏、歌唱、律動以及與治療師

的音樂互動。接著從文本中找出有意義的單元，將單元整理、命名形成核心概念。

每位幼兒資料分析完畢後，將該位幼兒的核心概念歸納整理至所屬的範疇之下，

建構範疇內的核心概念。接著交叉分析所有幼兒的資料，完成所有核心概念的歸

納整理。最後，研究者再將每個範疇內的核心概念整合區分出類別，並標定每一

個行為類別的頻率，分為1.普遍類別：全部幼兒都有或僅一位幼兒沒有此行為（4-5
位幼兒）；2. 典型類別：多於一半幼兒有此行為（3 位幼兒）；3. 變形類別：少

於一半幼兒有此行為（2位幼兒）；4.稀少類別：僅一位幼兒有此行為（1位幼兒 )。
資料分析範例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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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資料分析範例

範疇 類別 核心概念 次數

樂器演奏 樂器的選擇
自主選擇與轉換樂器
需要應許和鼓勵，才拿起樂器
謹慎地選擇樂器

普遍（A、B、C、D、E）
變形（C、D）
稀少（A）

上述資料分析過程中每一步驟的進行，研究者都反覆與二位共識分析者溝通

討論、交換意見，透過不斷協商判斷，形成最後的分析結果。

六、研究倫理考量

（一） 知情同意：研究進行之前，透過幼兒園提供幼兒家長充分的研究資料，

必要時向家長當面解說研究立意與計畫，取得幼兒監護人的同意。另外，研究者

以口頭解釋的方式對幼兒說明研究的進行方式、時間、以及幼兒可依自己意願參

與，不想玩時可隨時離開等，以確保幼兒的權益。

（二） 保密：本研究對於研究資料恪盡保守秘密的義務，舉凡與研究有關，

如幼兒、家長、及幼兒園等資料中足以辨識身分的部分均予以匿名處理。另外，

關於錄影帶與相關文本資料等，研究者與共識分析小組成員均妥善保管，並於分

析完畢後予以銷毀。

（三） 研究對象的福祉：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對幼兒有更深入與完整的理解，

也希望研究結果對幼兒評估有所幫助。因此，治療過程謹守治療準則，維護幼兒

不受傷害。過程中並與班級教師密切聯繫，關注幼兒情緒、行為的變化。研究結

束後，提供園長、教師及家長相關諮詢，必要時協助進一步的轉介。

參、研究結果參、研究結果

為呈現每位幼兒三次音樂治療單元脈絡的完整性與連貫性，研究者先個別

描述幼兒在治療單元中的整體音樂行為，然後再依照樂器演奏、歌唱、律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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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師的音樂互動等四大範疇，逐一說明情緒行為問題幼兒之音樂行為特徵與意

義。

一、情緒行為問題幼兒音樂治療單元中整體音樂行為之描
述

（一）謹慎努力、挑戰自我的小A

A 幼兒進入治療室時，很認真聆聽治療師的說明，並回答問題。當治療師邀

請他開始玩時，他巡視所有樂器，考慮後才拿起第一種樂器，之後不斷更換樂器，

把所有樂器都玩過一輪。每一種樂器都是先稍微試一下聲音後，就重複敲出由四

分音符（ta）與八分音符（titi）組成的 ta titi ta 的固定節奏。第二輪開始建構較長

的節奏，譬如：titi ta titi ta titi titi titi ta，或者變化不同樂器演奏或組合方法。過程

中，A 幼兒多半專注在自己的樂器演奏，若治療師以人聲哼唱或是以樂器演奏跟

隨 A 幼兒，他都是馬上停止並變換樂器。第一次治療單元，A 幼兒總共轉換樂器

達 50 次之多，每一次用完樂器都馬上收拾好。除開始時回答問題外，就未再有

其他口語，也沒有任何歌唱行為。第二次治療單元時，A 幼兒延續第一次音樂單

元時的演奏行為，建構不同樂器的組合和敲法，對治療師的音樂仍然少有回應，

但接受唱歌的提議唱出一首兒歌（森林裡的小鳥）的唱名（do re mi fa sol la fa mi 
re do…）並嘗試在電子琴上找到這些音的位置。之後 A 幼兒主動拿起兩個一模一

樣的樂器，將其中一個給治療師，要求治療師和他以一模一樣的方式演奏相同的

樂器。A 幼兒像是一位老師一般示範、教導、並觀察治療師是否以正確的方式跟

隨他。之後，A 幼兒運用樂器發展出想像 / 象徵遊戲，將刮胡想像成火箭，載著

人飛翔，到外婆家去。這一次的治療中，A 幼兒除了立刻收樂器的行為外，還注

意到樂器上的污點、樂器配對是否正確、位置是否放對等細節。第三次治療單元，

A 幼兒要求治療師和他一起到電子琴上彈「小星星」，嘗試幾次彈錯音後仍不放

棄，又在木琴、鐵琴上多次嘗試，最後才拿鐵琴棒子給治療師，請治療師以棒子

指出音的位置，邊彈邊唱完成整首曲子，並接受治療師為他伴奏。第三次治療單

元中 A 幼兒想像 / 象徵遊戲增加，除了火箭遊戲外，還將響棒當成積木，在地板

上排出各種英文字母；將棒子插在刮胡的不同位置，想像成不同的身體部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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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頭、手等；將兩個碰鈴對扣變成一顆蛋；多個碰鈴放在鈸上面旋轉，變成許多

人坐在旋轉陀螺上等。並以口語和治療師分享跟媽媽相處的生活日常。

（二）率直熱情、用力突顯自己的小B

B幼兒對於治療室的環境和設備充滿好奇心，主動上前查看攝影機和遙控器，

並詢問治療師它們的用途。B 幼兒在空間中自由走動，探索不同角落的櫃子和器

具，和治療師維持著自然、流暢的口語對答和眼神接觸，情感的表達與交流也很

自然、直接。第一次治療單元 B 幼兒選擇敲奏木琴，很用力的在木琴上敲出沒有

組織的快速音群，並表示自己的媽媽和哥哥是敲法高手，比賽都得冠軍。當治療

師邀請幼兒繼續敲奏時，B 幼兒表示怕自己會敲得太用力而把樂器打壞。第一次

治療單元中，B 幼兒非常用力的敲奏各種樂器，表示自己力氣是最大的，做出誇

張手勢甚至跳起來用力敲鼓。B幼兒所敲奏的音樂多半是沒有組織的節拍或音群。

過程中不小心敲到自己的手，但 B 幼兒強調自己的手是不會痛的。之後，B 幼兒

將「用力敲」、「痛」和「醫療」連結，表示如果真的用力敲會很痛就要送到醫

院去。B 幼兒對治療師的音樂常出現貶抑性的評價，也會出現嚴厲、不耐煩的語

氣，或者是將手插在腰上的權威姿勢。除此之外B幼兒與治療師的互動十分自然，

能夠發想互動性遊戲，和治療師玩「輪流敲」的遊戲；或是把棒子藏在身後玩「變

魔術」的遊戲。第二次治療單元中 B 幼兒仍是非常用力敲鼓。但增加了對電子琴

的探索，透過按鈕的操控變化聲音，和治療師玩「變魔術」的遊戲。第三次治療

單元中 B 幼兒出現攻擊樂器的行為，用力拉扯電子琴蓋布，以拳頭敲木魚，並躲

在電子琴椅子後面，跟治療師玩躲貓貓。這一次治療單元中 B 幼兒出現以一種權

威、粗魯的方式要求治療師配合他，譬如：用腳踩鼓，示意治療師敲鼓；或將樂

器丟地上讓治療師自己撿起來等。音樂上 B 幼兒仍是無組織性，無法與治療師的

音樂同步或互動。

（三）穩定重複、固執不變的小C

C 幼兒在音樂治療中幾乎不主動與治療師互動或說話，不過對治療師的提問

卻一定會停下手邊的工作來回答。第一次治療單元，當治療師邀請 C 幼兒玩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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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直接走向面前的木琴，看著樂器卻沒有動手，直到治療師口語應允和鼓勵，

才拿起棒子。C 幼兒一拿起木琴棒子就敲出兒歌小星星的旋律，並說明因為自己

家裡有琴，所以知道怎麼敲。之後便轉移到一旁的小鼓，敲出 titi ta 的節奏。重

複敲奏一段長時間後，又拿起一旁的響板，拍出穩定的基本拍。整個過程 C 幼兒

都是低頭專注自己的敲奏，沒有看治療師一眼。這次的治療中，C 幼兒一直重複

固定的敲奏方式：以無調的節奏樂器，如大鼓、響板等敲出基本拍或 titi ta的節奏；

以有調旋的律樂器，如木琴、鐵琴等不斷重複敲小星星旋律和上下行音階。治療

師以人聲哼唱或樂器演奏回應 C 幼兒時，C 幼兒的拍子會稍微亂掉，但他很快會

回復自己節奏，即使變成和治療師不同調，他也是繼續堅持自己的敲奏，第二、

三次治療單元中 C 幼兒仍是維持同樣的演奏模式，不管轉換甚麼樂器都不斷重複

敲固定的節奏和上下行音階，治療師若在音樂上試著變化節奏或速度，C 幼兒會

短暫亂掉，但隨即回到自己的模式，堅持一直敲奏。若治療師邀請他唱歌或模仿

節奏，C 幼兒都可以做到，能正確模仿包含十六分音符的複雜節奏，但若未邀請

時 C 幼兒就會維持固定的敲奏模式，並且僅敲奏放在眼前的樂器，不曾探索其他

櫃子裡的樂器。

（四）沉默卻充滿幽默感的小D

D 幼兒進入治療室後站在定點，眼睛環視樂器，左右搖晃身體，但沒有碰觸

任何樂器，直到治療師說：「你可以試試看」兩次，D 幼兒才拿起樂器。第一次

音樂治療單元，D 幼兒花很多時間在鐵琴上，先是一次敲一個音，每敲完一個音

就望向治療師，等治療師音樂上的模仿，形成一來一往的互動。之後換成左手敲

奏，開始將單音加入相鄰的音，形成短旋律。過程中不慎敲到鐵琴的邊，幼兒開

懷地笑，對於「不小心出錯」顯得十分有興趣。之後，D 幼兒開始自由敲奏 4 個

一組的上行跳進旋律，加入雙手敲、滑奏等各種變化敲法，並演變成和治療師玩

「快速敲 - 停止」的互動遊戲，D 幼兒十分投入並咯咯的笑。第一次治療，D 幼

兒只玩了鐵琴和電子琴。過程中 D 幼兒完全沒有說話，僅以點頭、搖頭表達。除

了笑之外，幼兒也未再發出其他聲音。第二次治療 D 幼兒主要彈奏電子琴，從探

索單音、黑鍵開始，隨即進入自由即興，中間穿插上行或下行彈奏每一個琴鍵，

另外也新發展出雙手一起彈奏由 3 至 4 個音組成的音團，以及滑奏彈法。每次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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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以眼神示意治療師彈。過程中 D 幼兒不小心按到琴板，治療師也「不小心 」敲

到地板，幼兒感到十分有趣，便「不小心」彈在自己不同身體部位，測試治療師

如何跟隨他，接下來幼兒發展出不同的身體動作，譬如：往後仰、向前彎腰等，

來測試治療師的音樂是否配合他的動作，並在空間中左右搖晃行走、單腳跳、任

意跳躍、前進、後退、「跌倒」…等。第三次治療幼兒自由敲奏各種打擊樂器，

變化不同速度，看治療師是否跟隨他，中間 D 幼兒更幽默的故意敲不中（鈸），

測試治療師。三次治療中 D 幼兒都未有歌唱行為，除了第三次治療結束前說出要

回教室之外，全程未主動開口說話。

（五）興奮好奇、躍躍欲試的小E

E 幼兒進入治療室時神情十分興奮，在治療室內以跑跳的方式來移動位置。

對樂器有很高的興趣，不斷重複大喊自己知道的樂器名字，如：鋼琴、木琴。E
幼兒主動拿起感興趣的樂器，並嘗試敲奏，每一種樂器敲奏的時間都很短，就轉

換另一種樂器。節奏樂器敲 titi titi 或 titi ta titi ta 的節拍，旋律樂器則敲快速的上

行音，但由於手眼協調不佳，無法循序敲到每一個音。E 幼兒會將玩過的樂器順

手放下，不小心碰到掉落的樂器即使注意到也不會撿起來，因此治療空間顯得十

分凌亂。E 幼兒能想像 / 象徵性的把樂器當玩具玩，譬如：把棒子插到刮胡內說

是樓梯；將響板當成夾子，夾魚（刮胡）、夾蛋（另一個響板），並請治療師吃

蛋；將小鼓棒立在鼓面，表示是蠟燭，生日快樂要點蠟燭。第三次治療時 E 幼兒

一進入治療室就在檯面上玩起保齡球遊戲，將排列的手鐘全數揮倒。隨後將所有

樂器搬到地上，興奮地跟隨音樂手舞足蹈，唱起自創的保齡球的歌。之後以自己

的方式敲奏多種打擊樂器，但持續的時間都不長。E 幼兒隨著治療師音樂伴奏踏

步、跑跳、興奮地大叫，並拿起鼓棒敲治療師的頭，治療師制止設限（不打人），

E 幼兒轉而以鼓棒敲打 ( 攻擊 ) 樂器，將樂器掃下檯面。治療師再次設限（不破

壞樂器），E 幼兒才轉移注意力玩其他樂器。之後 E 幼兒躲到電子琴邊和治療師

玩躲貓貓遊戲，並自創鈴鼓三輪車（滾）的遊戲，過程中不慎以鈴鼓撞到自己的

鼻子，E 幼兒並未像一般幼兒一樣嚎啕大哭，僅以手抓鼻子緩和疼痛。三次治療

單元結束時 E 幼兒都開心地跟隨治療師唱再見歌之後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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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行為問題幼兒之音樂行為特徵與意義分析

礙於篇幅，本文以表格形式列出分析所得之所有情緒行為問題幼兒音樂治療

中的音樂行為及其可能的心理意義，並文字說明其中普遍與典型的音樂行為。

 （一）樂器演奏

1. 樂器的選擇：

幼兒普遍可以自主選擇與轉換樂器：五位幼兒對於樂器的選擇與轉換普遍

都展現出相當的自主性，可以自己決定要玩甚麼樂器以及什麼時候換樂器（A1-
005）。有的幼兒果斷直接（B1-011、E1-008）。有的幼兒以間接的方式望著感興

趣的樂器，等候治療師的反應（C1-009、D1-007）。雖然方式不同，但都能顯示

出他們心裡對想玩的樂器是有定見，並且能夠做選擇的。

2. 對樂器整潔與秩序的要求：

幼兒典型會在樂器敲完後馬上收好：幼兒在幼兒園裡是被教育、也被要求物

品用完要歸回原位。因此，即便治療師並沒有要求，五位幼兒中仍是有三位幼兒，

每當樂器一用完就馬上收好（幼兒 A3-031、B2-094、C1-014），顯示出他們守規

矩的一面。

3. 對樂器的探索：

(1) 幼兒普遍會注意到樂器的細節：幼兒普遍都注意到樂器的大小、新舊、顏

色是否一致、鼓面的刮痕、翹起來的木琴鍵、電子琴的喇叭位置、面板光點等。

可見幼兒是十分專注、投入在樂器活動之中，也有足夠的觀察力，可以發現樂器

的細部構造與變化（A3-103、C3-058）。

(2) 幼兒普遍缺乏音樂性探索：除了 D 幼兒之，其他四位幼兒普遍都缺乏音

樂性探索的行為。A 幼兒一拿到樂器就是直接敲出固定的節奏（A1-012），或是

直接敲彈出自己會的兒歌（A3-007）。B 幼兒拿起鼓就很用力的重敲（B1-013），

或是敲像廟會起鼓的節奏（B1-207）。C 幼兒則是反覆敲基本拍（C1-02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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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音階（C1-042）、或是已知的兒歌（C1-011）。三位幼兒因為缺乏探索與變

化創造的能力而無法進行音樂性探索。而 E 幼兒都停留在把樂器當作是玩具的方

式，他似乎缺乏對音樂聽覺刺激的察覺和認知，所以沒辦法做音樂性探索。

(3) 幼兒典型缺乏對樂器本身的探索：幾位幼兒雖然花很多時間敲奏樂器，但

卻缺乏對樂器本身的探索行為。都是以固定的方式敲奏 A 幼兒一拿起樂器就敲 ta 
ta titi ta 節奏（A1-015），B 幼兒則是很用力、宣洩性的敲法（B1-013），而 C 幼

兒重複固定的基本拍和上下行音階（C1-023）。顯示出幼兒固定、缺乏探索與變

化的一面。

(4) 幼兒典型會嘗試組合樂器：A 幼兒雖然缺乏對樂器的探索，卻不斷嘗試不

同樂器的組合，譬如搖鈴加沙鈴、大鼓加小鼓等。而 D 幼兒和 E 幼兒則是在探索

樂器組合的同時會變化敲法 (D2-120)。顯現出幼兒組合建構、有整合能力的一面。

4. 樂器敲奏方式

(1) 幼兒普遍會反覆練習已知的敲奏方法： A 幼兒不斷練習各種樂器組合的

敲法，以及在電子琴上彈奏小星星（A3-007）。B 幼兒除大聲、用力敲奏各種樂

器外，也穿插練習敲三角鐵、碰鈴和鼓，讓自己的敲奏控制更好（B1-109）。C
幼兒除了固著不變的敲奏以外，也練習了三角鐵和碰鈴的玩法（C2-059）。D 幼

兒看到治療師在電子琴上彈出滑奏後，感到興趣，就不斷自主練習電子琴的滑奏，

直到熟練（D2-047）。而 E 幼兒雖然年紀小，但也有許多自發的練習，例如：練

習上行音階，依序敲到鐵琴的每一個鍵（E3-039）。顯示出幼兒想要精熟或掌控

事務的一面。

(2) 幼兒典型為短暫不連續的敲奏： A 幼兒每一種樂器敲奏的時間都不長，

音樂也少有延續性（A3-006）。B 幼兒比較倚重口語的表達，往往是敲奏短暫時

間，就伴隨很長的口語表達。E 幼兒只有在把樂器當成玩具玩的時候才會持續比

較長的時間。當他把樂器當作樂器敲奏時，都十分短暫、片段而且沒有組織。這

樣的行為反映出幼兒想要多嘗試其他樂器、僅將樂器當成情緒宣洩管道、偏好口

語表達、以及缺乏音樂能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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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兒典型有滑奏樂器演奏行為：如果幼兒是彈奏鋼琴、木琴、或鐵琴時，

就常出現以滑奏來面對挫折這樣的行為，一方面滑奏在動作上很像是將東西擦

掉、塗掉或推倒重來。而在音響效果上也是一種沒有調性或清楚旋律節奏的模糊

狀態，很適合作為心情的轉換（A3-009、B2-084、E2-075）。

5. 透過樂器呈現自我

(1) 幼兒普遍會透過樂器敲奏展現能力：五位幼兒都透過敲奏樂器的活動

有意、無意展露出他在各方面的能力，最直接的就是表現出對樂器的知識，譬

如：樂器的名字、配對的棒子、拿握以及操作的方式等（A2-008、B1-060、E1-
003）。而透過樂器演奏也展現出他們所具有的節奏、音名等音樂知識。譬如：

對節拍的認識、對音名的認識等（B3-125）。

(2) 幼兒普遍會透過樂器敲奏分享生活經驗：由於樂器的連結，幼兒們最常分

享跟樂器學習有關的生活經驗。譬如 A 幼兒分享了媽媽教他彈琴、家裡有琴的經

驗（A3-009、C1-012）。再來幼兒們也分享自己觀賞樂器演奏的經驗，譬如：A
幼兒分享在電視上看過爵士鼓的樣子和表演（A3-202），B 幼兒分享看廟會敲鼓

經驗 （B3-119）。幼兒也會以間接的方式呈現出生活中的情景。譬如：A 幼兒以

火箭載人到外婆家，呈現早年生活經驗片段 (A2-088)；E 幼兒將一把小鼓棒豎立

在小鼓面上，說出生日蛋糕、蠟燭，分享生日吃蛋糕點蠟燭的經驗（E2-083）。

(3) 幼兒典型以樂器玩想像 / 象徵遊戲： A 幼兒將響棒當成積木，排列出各種

英文字母（A3-026）；B 幼兒以象徵性的方式形容樂器，譬如，以時鐘的秒針來

形容響板的節奏（B1-119）； E 幼兒也以樂器自發許多想像遊戲，譬如：把響板

當夾子夾蛋 ( 另一個響板 ) 餵治療師吃（E2-051）等，反映出幼兒有創造力，並

且具象徵性的表達能力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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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幼兒樂器演奏行為交叉

範疇 類別 核心概念 次數 可能的心理意義

樂器
演奏

樂器的
選擇

自主選擇與轉換樂器
普遍（A、B、C、
D、E）

對想玩的樂器有定見，
並能做選擇

需要應許和鼓勵，才
拿起樂器

變形（C、D）
順從治療師；比較保險、
不出錯

謹慎地選擇樂器 稀少（A） 小心謹慎的行事風格

樂器變
換的情
形

頻繁地變換樂器 變形（A、E）
拒絕治療師的模仿跟隨，
掌控治療的進行；或是
注意力短暫

使用治療室內所有的
樂器

變形（A、E） 好奇心；挑戰所有樂器
或不同樂器組合

只使用擺放在面前的
樂器

稀少（C） 比較有把握，輕鬆、沒
有壓力的方式

對樂器
整潔與
秩序的
要求

樂器敲完馬上收好 典型（A、B、C）遵守規矩，重視秩序

注意樂器的整潔 變形（A、B） 重視整潔秩序

樂器隨處擺放 稀少（E） 興奮、注意力分散

對樂器
的探索

注意樂器的細節
普遍（A、B、C、
E）

專注投入樂器活動；有
足夠的觀察力

缺乏音樂性探索
普遍（A、B、C、
E）

以固定的方式表現；缺
乏主動探索與變化創造；
缺乏音樂認知能力

缺乏對樂器本身的探
索

典型（A、B、C）以固定的方式表現；缺
乏主動探索與變化創造

樂器組合的嘗試 典型（A、D、E）組合建構、有整合能力

自由探索樂器 變形（D、E） 好奇、主動探索、變化
創造

音樂性探索 稀少（D）
好奇、主動探索、變化
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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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類別 核心概念 次數 可能的心理意義

樂器敲
奏方式

反覆練習已知的敲奏
方法

普遍（A、B、C、
D、E）

精熟、掌控敲奏樂器的
技能

短暫不連續的敲奏 典型（A、B、E）
想要嘗試多樣樂器；短
暫的情緒宣洩；偏好口
語表達；缺乏音樂能力

滑奏 典型（A、B、E）面對挫折轉換心情

長時間敲奏一種樂器 變形（C、D）

非常投入；有能力發展、
建構音樂；能透過音樂
與治療師互動；長時間
重複敲奏帶來安定與放
鬆

非常用力的敲奏樂器 變形（B、E）
展現力量；精力發洩；
情緒宣洩；高的活動量；
興奮的情緒

快速無組織的敲奏樂
器

變形（B、E）
展現自己的能力；較差
的專注力、控制力與組
織性

攻擊樂器 變形（B、E） 展現力氣；攻擊

掌控下循序漸進的變
化敲奏

變形（A、D）
從有把握的開始；依照
自己的步調；控制

重複敲固定的節奏 變形（A、C） 從已知的開始；不改變
尋求穩定

彈奏已知的歌曲 變形（A、C）
展現自己的能力；與透
過已知歌曲與治療師建
立關係

不協調的肢體操控 變形（C、E） 反應動作協調發展狀況

兩手同時演奏不同的
樂器

稀少（A）
自我挑戰、整合自身能
力

廟會式起鼓節奏敲法 稀少（B）
練習生活中的經驗；緩
和地情緒和精力抒發方
式

摩擦扭轉琴槌 稀少（B） 壓抑、克制衝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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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類別 核心概念 次數 可能的心理意義

透過樂
器表現
自我

透過樂器展現能力
普遍（A、B、C、
D、E） 展現各方面的能力

透過樂器敲奏分享生
活經驗

普遍（A、B、C、
E） 分享生活經驗

以樂器玩想像遊戲 典型（A、B、E）創造力的展現；象徵性
的表達

（二）歌唱

1. 自發歌唱行為

幼兒普遍缺乏歌唱行為： A 幼兒在治療師邀請下，以唱名的方式唱出一首已

知兒歌的唱名（A2-059），前後也只歷時 33 秒。B、 C、三位完全沒有開口歌唱。

對幼兒來說，在別人面前歌唱比起敲奏樂器更為困難，除非是順從的幼兒，無法

拒絕治療師的邀請，否則需要等到有較安全、信任的關係後才可能自發地歌唱。

2. 歌唱品質與能力

幼兒典型能展現對歌曲的認知，唱歌也具備音準：A、C、E 三位幼兒能記

得治療中唱過的歌（A3-225），也能說出已知的兒歌曲名。並且如大部分學齡前

的幼兒一般，具備相當的音準了，治療師可以在第一時間就能聽辨出曲調（A2-
060），表現出與年齡相符的音樂能力。

表 5  幼兒歌唱行為交叉分析總表

範疇 類別 核心概念 次數 可能的心理意義

唱歌
自發歌
唱行為

一整次音樂單元都沒
有唱歌

普遍（A、B、C、
D）

陌生感；尚未建立安全
與信任的關係

自發的唱歌 變形（A、E） 練習、表現音樂能力

能即興歌唱 稀少（E） 表達、自由創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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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類別 核心概念 次數 可能的心理意義

歌唱品
質與能
力

展現對歌曲的認知 典型（A、C、E）具備辨認並記住歌曲的
能力

唱歌具備音準 典型（A、C、E）具備音樂能力

聲音低沉沙啞 變形（A、C）
刻意壓低聲音營造威嚴
感；長期大聲說話、喊
叫

能唱完整一首兒歌 變形（A、C） 具備記住並演唱歌曲的
能力

直接唱出兒歌的唱名 稀少（A） 具備音樂唱名知識

邊敲 / 彈樂器邊唱歌 稀少（A） 能力的整合；自我挑戰

（三）律動

幼兒典型有自發的節奏動作：A 幼兒在第一次音樂單元時，突然放下樂器，

面對治療師做出拍手、踏腳的韻律動作（A1-063）。D 幼兒則是自發碰觸不同身

體部位以及大肢體的律動，來和治療師互動（D2-097）。而 E 幼兒會跟隨著音樂

的節奏進行肢體動作，如揮動雙手、原地踏步，展現出他動作的能力（E3-075）。 

表 6 幼兒肢體律動行為交叉分析總表

範疇 類別 核心概念 次數 可能的心理意義

律動

自發律
動行為

自發節奏性肢體動作
典型（A、D、E）
變形（B、C） 展現能力；興奮

整次音樂治療單元都
沒有律動

稀少（D）
固定功能性動作、需要
較安全的治療關係；

即興肢體動作 稀少（E） 具備肢體自由動作的靈
活性與能力

律動與
其他音
樂活動
結合

邊敲樂器邊律動 變形（A、D） 能力整合；自我挑戰

邊唱歌邊律動 稀少（E） 能力整合；愉悅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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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治療師音樂性互動

1. 對治療師音樂的覺察

幼兒普遍可以察覺、注意治療師的音樂：A 和 C 幼兒雖然幾乎不回應治療師

的音樂，但當他們聽到治療師哼唱或敲奏時，自身音樂的速度會慢下來或是亂掉，

顯見他們對治療師的音樂是有覺察能力的。（A1-008）B 幼兒直接以口語表達出

他對治療師音樂的觀察和意見（B2-124），而 D 幼兒則是以音樂和非語言的方式

回應（D1-014），顯示幼兒具聽覺覺察能力並注意治療師。

2. 對治療師音樂的回應 

幼兒普遍在專注演奏時，不回應治療師的音樂，並拒絕治療師音樂上的引導：

除了 D 幼兒外，四位幼兒對治療師音樂最普遍的回應就是「不回應」，A、B 幼

兒會自主決定是否接受治療師音樂上的跟隨伴奏，表現出希望主導活動的進行

(A2-055、B2-081)。C、E 幼兒則完全未跟隨治療師的音樂，顯示出他們缺乏與他

人在一起，同步演奏或合奏的能力。

3. 與治療師合奏

幼兒普遍缺乏與治療師合奏的音樂行為、典型是短暫的同步敲奏：五位幼兒

普遍缺乏與治療師合作，共同演奏某一首樂曲的行為。一般 5 至 6 歲的幼兒應該

已經具備與人合奏的能力，而且幾位幼兒在幼兒園也接受過音樂課程，並於學校

不同場合有合奏表演的機會，因此應該也具備這樣的能力（N1103）。不過，他

們在自發的音樂行為中卻沒有出現合奏。

4. 其他音樂性互動

幼兒很典型的會以樂器和治療師玩節奏模仿（A3-096、D3-151、C2-036）藉

以與治療師建立關係。



94

Journal of Arts
2022, 14(2), 67-104

表 7  幼兒與治療師音樂性互動交叉分析總表

範疇 類別 核心概念 次數 可能的心理意義

與治
療師
音樂
性互
動

對治療
師音樂
的覺察

察覺、留意治療師的音
樂

普遍（A、B、C、
D）

具聽覺覺察能力；注意
治療師

對治療師音樂上的跟隨
和模仿無反應

稀少（E） 自我中心；尚未發展出
音樂認知能力

敏感於音樂的結束 稀少（C） 焦慮

對治療
師音樂
的回應

專注演奏時，不回應治
療師的音樂

普遍（A、B、C、
E）

缺乏同步演奏和合奏的
能力 

拒絕治療師音樂上的引
導

普遍（A、B、C、
E） 希望主導

自主決定是否接受治療
師音樂上的跟隨和模仿

變形（A、B） 希望掌控治療

完全未跟隨治療師的音
樂變化

變形（C、E） 固著於自己的音樂；缺
乏覺察能力

大笑回應治療師的音樂 變形（B、D）
有趣、愉悅的自然情感
反應

口語評論治療師的音樂 稀少（B） 比較與評價他人

對音樂的改變感到不安
與疑惑

稀少（C） 對改變感到不安；需要
具體的引導 

與治療
師合奏

缺乏合奏行為
普遍（A、B、C、
D、E）

缺乏與他人合奏的能力
或態度

短暫的同步敲奏 典型（A、B、E）接受別人短暫時間和他
一起 

長時間同步敲奏 變形（C、D）
接受別人長時間和他一
起

敲奏過程與治療師無眼
神交會

變形（A、C） 迴避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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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類別 核心概念 次數 可能的心理意義

其他音
樂性互
動

和治療師玩音樂模仿遊
戲

典型（A、D、C）指示治療師模仿；控制；
建立互動

自發與治療師輪流敲奏
的遊戲

變形（B、D） 與治療師建立互動

教導治療師如何玩樂器 變形（A、B） 展現所學；控制

分享樂器給治療師邀請
治療師一起演奏

變形（A、B） 邀請治療師參與

口語互動多過於音樂性
互動

變形（B、E） 口語表達優於音樂表達

口語與音樂無法同時進
行

稀少（C） 缺法此方面的統合能力

對口語的回應優於音樂 稀少（C）
對口語的回應優於音
樂；需要較明確的溝通
訊息

以樂器攻擊治療師 稀少（E） 過高的能量或情緒；缺
乏衝動控制

跟隨治療師仿唱 稀少（E） 能跟隨口語較明確的溝
通訊息

敲奏樂器後看治療師，
尋求確認

稀少（D）
尋求治療師的接受與肯
定

肆、綜合討論肆、綜合討論

綜合幼兒樂器敲奏、歌唱、律動及與治療師之間音樂 / 非音樂的互動，對照

文獻，可歸納出下列重要議題：

一、自主與控制

「自主 / 控制」是五位幼兒很明顯的議題之一，他們透過幾種方式呈現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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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 自主選擇想敲奏的樂器、自行決定轉換樂器。2. 自己決定樂器的敲法和

音樂的進行。3. 自主決定是否接受治療師音樂上的跟隨、拒絕治療師音樂上的引

導等。4. 主導互動性遊戲、教導治療師樂器敲奏等。Bruscia（1987）認為「自主

/ 控制」議題可能反映出幼兒人我界線的狀況。本研究五位幼兒中只有 D 幼兒與

治療師有比較互惠的互動，因此與治療師有較佳的互動，並且在幼兒園中也有比

較好的關係，老師表示他「跟班上任何人都是朋友」（D1022）。而其他四位幼兒，

就沒有可接受的同儕關係，「打人」是他們共同的轉介原因之一。因此，幼兒音

樂單元行為中的自主 / 控制議題可以反映幼兒的人際關係。

二、自由探索與變化

另一個重要議題是「自由探索 / 變化」。除了 D 幼兒外，其他四位幼兒多半

缺乏對樂器的探索、音樂的探索。他們不會貿然嘗試改變或隨意變化，取而代之

的是敲固定的節奏、已知的歌曲、並且在掌控下循序漸進的變化。Bruscia（1987）
認為「變化性」代表幼兒想要維持恆定，或是想要隨時間而改變的傾向，牽涉幼

兒對自己與他人能力、想法的接受度，以及對自己的把握程度。C 幼兒在音樂行

為中表現最多僵化的特質，卻也呼應班級老師形容他非常固執的特性（D1104），

無法接受他人想法。另外，A 幼兒母親形容他「非常碎念，事情都要說得非常詳

細，不說完會不舒服」（D1111），這也與他在治療中長時間重複建構相同節奏、

堅持不放棄的行為相符。

三、組織與整合

「組織與整合」包含幼兒自身音樂的組織性，以及當他和治療師同時敲奏音

樂時，幼兒整合自身音樂與治療師音樂的程度。Bruscia（1987）認為這涉及感官

動作（sensorimotor）、知覺（perceptual）、認知（cognitive）、情緒（emotional）、

以及人際等功能（interpersonal）。五位幼兒中 D 幼兒最具組織與整合性，而 E
幼兒則最無組織與整合性。E 幼兒敲樂器時手眼協調、大 / 小肢體動作的整體協

調與平衡感都比較差，媽媽也反映他有腳部動作的問題（D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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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力量展現與攻擊

幼兒透過幾種方式呈現「力量展現 / 攻擊」：1. 透過各種遊戲展現自己的能

力；2. 樂器敲奏時力度（大小聲）和速度（快慢）的變化；3. 和治療師互動中（音

樂性或非音樂性）的拒絕或攻擊；4. 行為的重複等，都是「力量展現 / 攻擊」的

可能方式。B 和 E 幼兒在音樂治療中的行為是最具「力量展現 / 攻擊」的，他們

透過用力大聲敲奏，讓其他人知道他們有能力並且很有力量。另外，當高張力的

敲奏伴隨負面情緒時，往往會跟攻擊行為有所連結。兩位幼兒治療中都有透過攻

擊來展現自己的力量並發洩負面情緒。B幼兒高度張力的音樂表現反映出他對「力

量展現 / 攻擊」的需求，對照他在具暴力史的家庭中相對弱勢的處境（D1104），

這樣的觀察便格外具有參考的價值。E 幼兒高張力的音樂行為伴隨高肢體活動量，

顯示其在教室內活動量大、專注力差、打人（D1022）等行為可能有其生理性原

因。

另外，若將五位幼兒的不同音樂反應型態對照Nordoff-Robbins（2007）「十三

種反應類型」觀察表，可發現 B、E 兩位幼兒屬於第五項有障礙的敲奏，B 幼兒

的敲奏沒有節奏組織，也與治療師無關，多隨心情起伏敲奏，屬於「情緒混淆」

型，顯示 B 幼兒的音樂行為或許受情緒因素的干擾。E 幼兒衝動控制較差，無法

維持基本拍或組織節奏，屬於「衝動」型。C 幼兒局限於一個速度或力度，即使

覺察治療師即興音樂的不同，也不會調整自己的演奏來與治療師同步，屬於第四

項「強迫性敲奏」型。A 幼兒回應治療師即興音樂的能力有限，以特定節奏、依

自己的方式慢慢組織變化，屬於第三項「有限的節奏自由度」型。而 D 幼兒應該

是五位幼兒中反應最佳的，他節奏具組織性，也具自由度，不過偶而會因分心而

失去情緒動作（emotional-motor）的控制，屬於第二項「不穩定的節奏自由度」。

由此項次階層（數字越少越佳）亦可看出幼兒整體身心功能的狀況。



98

Journal of Arts
2022, 14(2), 67-104

表 8  Nordoff-Robbins Creative Music Therapy 十三種反應類型（前 5 項）

Nordoff-Robbins Creative Music Therapy 十三種反應類型

（與節奏表現相關之前 5 項）

1.全然的節奏自由（Complete rhythmic freedom）：能配合治療師即興音樂的速度、
力度與節奏。兒童也展現能夠透過音樂表達情感的自由與掌控度，能享受音樂
並投入音樂經驗。

2. 不穩定的節奏自由度（Unstable rhythmic freedom）：具備節奏自由。偶爾過
度或失去情緒動作 (emotional-motor) 的控制。可分為心理因素造成的心理型
(psychological type)，或神經生理因素造成的神經型 (neurological type)。

3. 有限的節奏自由度（Limited rhythmic freedom）：兒童回應治療師即興音樂的
能力有限，只限於特定刺激情況，或特定的反應範圍。

4. 強迫性的敲奏（Compulsive beating)：兒童的敲奏局限於一個速度或力度，即
使覺察治療師即興音樂的不同，兒童也不會調整自己的演奏來與治療師同步。

5. 障礙的敲奏（Disordered beating）：

Impulsive( 衝動的 )：導因於衝動控制較差，兒童無法維持基本拍或組織節奏。

Paralytic( 麻痺的 )：導因於缺乏肌肉協調，兒童無法有節奏的控制或維持拍子。

Compulsive-confused( 強迫混淆 )：當兒童兩手演奏時，兩隻手速度不一，並且
沒有一個速度是和治療師的音樂有關聯。

Emotional-confused( 情緒混淆 )：兒童的敲奏是沒有節奏性或與治療師音樂無
關，根據心情起伏而變化不定。   

伍、結論與建議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幾位情緒行為問題幼兒的音樂單元幾乎都聚焦在玩樂器上，除了少量的唱

歌，與律動行為之外。幼兒多半以各自獨特的方式敲奏樂器，或透過樂器與治療

師互動。在樂器的選擇上，五位幼兒多能自由選擇與轉換想玩的樂器，展現出他

們自主選擇的一面。在樂器的運用上，幼兒普遍也都運用到治療室內大部分的樂

器。只有少數幼兒出現頻繁更換樂器，有計畫地運用治療室裡所有樂器，表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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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嘗試、挑戰所有樂器的企圖。而一位幼兒只玩擺放在眼前的少數幾樣樂器，

這樣是安全、有把握並且比較不會出錯的方式。 

在樂器的探索上幼兒普遍都注意到樂器的細節，不過除了一位幼兒外，其他

四位幼兒都比較缺乏對樂器及音樂性的探索。幼兒們比較多的是在樂器的組合上

變化，而非音樂的探索。一方面反映出他們對樂器已有既定的印象，一方面也反

映出他們欠缺自由探索精神。 

在敲奏方式上，幾位幼兒普遍都有反覆練習敲奏樂器的情形，透過練習來掌

握、精熟樂器敲奏的技巧。不過多數幼兒典型的敲奏都是短暫不連續的，這可能

反映出幼兒專注力的問題，或者幼兒無法組織、建構較長的音樂片段，或者無法

透過音樂和治療師維持較長時間的互動。對少數幼兒來說，音樂並非其主要與熟

悉的表達管道，因此敲奏樂器似乎僅是一種抒發或遊戲。在音樂治療單元中每位

幼兒都呈現出各自獨特的樂器演奏行為，反映他們不同的面向與互動方式。只有

一位幼兒能探索、變化各種敲法，並與治療師互動，反映出比較好的內在控制性、

組織性與變化性。

在透過樂器呈現自我方面，五位幼兒普遍都可以透過樂器活動展現各方面的

能力，也能透過樂器活動分享生活經驗，不管是在敲奏中以口語分享，或是以樂

器玩象徵 / 想像遊戲，間接分享，透過樂器確實是可以了解幼兒內在的表達性途

徑。

最後，在與治療師的音樂性互動上，多數幼兒都欠缺與治療師長時間的音樂

性互動。幼兒希望主導音樂的進行，因此完全沒有和治療師合奏的行為，或接受

治療師音樂上的引導。幼兒多半聚焦在自己的敲奏，除非治療師配合他們的節拍

或速度，才可能形成同步演奏，顯示出他們可能欠缺合作的技巧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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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音樂行為可作為音樂心理評估的觀察重點：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幼兒

自發音樂行為中的歌唱、律動、樂器選擇、探索、敲奏方式、象徵性遊戲、互動

形式等，是理解幼兒內在心理的可行方式，因此，建議相關音樂治療人員應熟悉

以上觀察向度。

〈二〉提高對幼兒音樂行為的敏感度並加強跨專業的合作：本研究發現，

情緒行為問題幼兒也具備音樂表達的能力，能透過不同音樂行為真實呈現內在自

我。因此，建議相關領域幼兒工作人員可多充實幼兒音樂與音樂治療的知能，提

高自身對音樂的敏感度，並可加強與音樂治療人員之間跨專業的合作，以提供幼

兒更適切的支持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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